
人 物
冯 军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魏昆鹏 西安市第八中学校长
陈勇刚 西安市曲江第一中学校长
罗 坤 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名校+”共同体总校长
刘平平 安康高新区教育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 珺 杨陵区教育局副局长
徐世锋 西安市航天中学校长
左永焕 西安铁道技师学院院长
王 瑞 西安市西光中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校长
陈秀梅 榆林市绥德县张家砭镇中心小学教师
董军智 杨凌恒大小学校长
杨 勇 西安航天城第四小学校长
史 惠 西安市雁塔区高新路小学校长
张克强 陕西省西安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吕高愿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校长
许士明 陕西宇民教育集团总裁
王 刚 渭南高新明德第二中学校长
薛耀军 西安市临潼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叶思敬 西安高新一中沣东中学校长
罗昆山 西安市培育儿童协会副理事长
刘俊博 西安市第三中学校长
姜怡 西安市灞桥区黄河锦绣小学校长
陈满社 西安市灞桥区东城第二小学红旗分校执行校长
晁晓锋 陕西省咸阳启迪中学校长
王超 西安凯华教育集团董事长
纪勇 西北大学附属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
张海兰 西安经开第三小学校长

周接夏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王 坤 西安市第六中学校长
浮新民 西安市昆仑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杨省 西安市西电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黄 凌 西安市浐灞欧亚中学校长
马 玲 西安市莲湖区庆安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
刘建玲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执行校长
杨振德 西安市沣西实验学校校长
赵建中 西安市碑林区铁五小学校长
王 建 西安市碑林区建国路小学校长
魏展利 西安市浐灞御锦城小学校长
钱发成 西安市碑林区小雁塔小学校长
王宏兴 西安市新城区昆仑小学教育集团总部校长
王 强 西安市灞桥区宇航小学校长
葛小茶 蓝田北关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张 琪 西安市碑林区实验小学校长
王文茹 西安市莲湖区希望小学校长
刘新平 西安市蓝田县洩湖镇中心学校长
杨 辉 西安市未央区西航三校校长
穆怀宇 西安市曲江南湖教育集团总校长
张小英 西安高新区第八初级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马 旭 西安市经开区第八中学校长
王 勤 西安市莲湖区第八幼儿园书记、园长
李红霞 西安高新区第十初级中学校长
吕 菲 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学校校长
寇拥军 高陵嘉园小学校长
虎云兵 西安市浐灞第二中学校长
张平德 安康高新第四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
蔡磊 西安轨道交通技师学院院长
张健 西安城市科技职业学校校长
王卫平 西安西港花园高级中学校长
王江涛 西安市新城区东方小学校长
杨龙 西安市新城区黄河小学校长
刘红 火箭军工程大学附属小学校长
杜丽萍 西安高新逸翠园学校校长
郑伟 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小学校长
钮朝彤 西安市碑林区兴庆小学校长
王宏堂 西安市新城区华清小学校长
郭娟 西安市浐灞第十七小学校长
边会均 杨陵区高级中学校长
栗红强 西安康博尔艺术技师学院院长
李国栋 杨陵区张家岗小学校长
解凯歌 宝鸡市眉县齐镇中学校长
任东 西安高新技师学院常务副院长
张海勇 西安市曲江第十三小学校长
贺芳军 西安沣东第二小学校长
张云云 西安市宏景小学校长
韩君达 西安高新区第二十二小学校长
刘占权 西安市高新第一学校校长
张同光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高新学校校长
刘慧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二第四幼儿园园长
李雯 西安高新区第二十一幼儿园园长
张蓉 西安市实验小学校长

张军学 西安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
史晓锋 延安市第一中学校长
何举 周至县第二中学党支部书记
张剑龙 西安爱知中学常务副校长
何新照 西安市碑林区文艺路小学校长
赵 丽 汉阴县恒大小学校长
姜书念 西安铁一中党总支副书记
张 辉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
张 博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空港新城实验学校执行校长
王 锋 西安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
孙晶 陕师大奥园中学副校长
姚卫平 西安市第七十一中学校长
董红芳 安康市第二中学思政教师
高中平 安康高新区第二小学校长
刘洋 西安市未央区蒙特梭利幼儿园园长
杨小川 西安市惠安小学校长
边会均 杨陵区高级中学校长
王峰 西安市浐灞第二十小学校长

西安文理学院
榆林学院
西安外事学院
西安欧亚学院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西安商贸科技技术学校
西安城市科技职业学校
西安轨道交通技师学院
西安交通职业学校
西安高新技师学院
西安铁道技师学院

西安启航职业高级中学
西安生物医药技术职业学校
西安铁道职业学校
西安博雅艺术职业中学
西安工业经济职业学校
西安东方职业高级中学
西安医药科技职业学校
西安幼儿师范技师学院
西安康桥职业高中
西安幼儿师范职业学校
西安康博尔艺术技师学院
陕西信息工业技工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西安市铁一中学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西安市第三中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西安市曲江第一中学
西安市临潼中学
西安市沣西实验学校
西安市航天中学
西北大学附属中学
西安爱知中学
西安市西光中学
陕西省西安中学
西安市昆仑中学
西安浐灞欧亚中学

西安市第二十六中学
西安市第四十二中学
西安市第六中学
西安高新一中实验中学
西安市第十中学
西安西港花园高级中学
西安市浐灞第二中学
阎良区关山初级中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西安高新一中沣东中学
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香积寺逸夫中学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中学
周至县第二中学
西咸泾河泾华学校
西安高新区第十初级中学
西安交大附中浐灞右岸学校
西安高新第一学校

杨陵区高级中学
西安市西光中学教育集团
西安市大兴新区初级中学
西安泾河工业区中心学校
西安城市科技职业学校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
西安市碑林区铁五小学
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
西安市碑林区建国路小学
西安航天城第四小学
西安市新城区昆仑小学
西安市新城区黄河小学
西安市浐灞御锦城小学
西安市灞桥区东城第二小学
阎良区武屯镇中心小学
蓝田县北关小学
西安高新区第一小学
陕西省西安小学
西安市新城区后宰门小学
西工大锦园实验小学
宝鸡高新第一小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学校
安康高新区第四小学
西北大学附属小学
西安市新城区华清小学
西安市灞桥区东城第三小学

西安市经开区第十六小学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西安国际港务区陕西师范大学陆港小学
火箭军工程大学附属小学
西安高新区第二十二小学
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小学
西安市雁塔区高新路小学
西安市莲湖区大庆路小学
西安市莲湖区红光路小学
西安市莲湖区二府庄小学
西安市莲湖区星火路小学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一小学
西安市未央区范家村小学
西安市航天城新和小学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中心学校
西安市灞桥区宇航小学
西安沣东第二小学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四小学
西安市莲湖区远东第二小学
西安市实验小学
西安市灞桥区黄河锦绣小学
西安市宏景小学
西安市雁塔区明德门小学
高陵嘉园小学
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小学高科分校

西安国际港务区实验小学
西安市碑林区兴庆小学
西安市未央区三星小学
西安市新城区实验小学
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小学
西安市雁塔区红星小学
西安市新城区东方小学
西安市曲江第十三小学

西安高新区第二十二小学
西安航天城第四小学
西安市碑林区文艺路小学
杨凌恒大小学
蓝田县北关小学

西安市莲湖区第八幼儿园
西安高新区第二十一幼儿园
西安市未央区蒙特梭利幼儿园
西安市雁塔区第十六幼儿园
西安市新城区春晓幼儿园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四幼儿园
阎良伊贝迪幼儿园
西安润鸣幼儿园
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

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陕西森林资源管理局
杨陵区教育局
安康高新区教育体育局
西安国际港务区教育卫体局
西安浐灞生态区教育局
西安市碑林区教育局
西安市莲湖区教育局
西安市临潼区教育局
西安市蓝田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安康高新区宣传统战工作部
西安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协会
西影影视科学与技术综合实践教育基地
数智慧青少年科技馆
长安野趣成长营地
临潼万邦农业合作社

新时代·新征程
“陕西教育先锋人物”全媒体新闻推介展示活动名单（候选）

由三秦都市报、三秦网、秦闻客户端、陕西省思政课教学“三秦学生记者”社会实践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联合主办的新时代·新征程——“陕西教育先锋人物”全媒体新闻推介展示活动于11
月初启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综合社会各界的自荐、推荐信息，活动线上推介展示平台已于11月22日正式上线。根据活动安排，活动展示名单（候选）发布后，在活动截止前，读者
网友还可自荐或推荐身边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教育单位（学校）参与线上平台展示。活动咨询热线：029—82267203,13689194022。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责编责编：：黄美茹黄美茹
美编美编：：赵明月赵明月
组版组版：：田华田华
校检校检：：王锦王锦席波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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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教育先锋人物”全媒体新闻推介展示活动特辑（上）

推动陕西教育发展成就奖

苟秉宸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导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

解慧明 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皎秋萍 西安高新区民办学校理事会理事长
边团结 全国模范教师，西安崇是中学校长
黄 腾 西安外事学院董事长、校长
柏雨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赵朋伟 西安市蓝田县洩湖镇宋庙小学校长

学校

陕西名校（园）长

陕西教育先锋人物

陕西思政课教学创新奖

最具就业力高校

最具就业力院校（中职）

陕西特色职业院校

最佳教育质量示范名校（中学）

素质教育特色学校（中学）

陕西思政课教育教学
与社会实践突出贡献学校（中学）

最佳教育质量示范名校（小学）

陕西思政课教育教学
与社会实践突出贡献学校（小学）

素质教育特色学校（小学）

群众放心的幼儿园

群众满意的新优质学校（小学）

特别类

推动陕西教育发展贡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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